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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9月20日(三)976次例會變更與第四分
  區聯合例會合併。

2.原9月27日(三)977次例會變更與中秋晚
  會合併。

3.第四分區第一次六社聯合例會
  日期：9月29日(五) 晚上17:30
  地點：儷宴美食館
  地址：新北市永和區民權路53號2樓
  專題演講:新世紀的新老闆
  主講人:胡偉良教授
  ※新社友佩章，敬請社友準時出席。

4.中秋晚會暨第二次爐邊會
  主題: 社務行政  主講: Land
  時間: 9月30日(六)下午6:00
  地點: 神旺飯店·潮粵潮品集
  地址: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172號
  ※歡迎社友、寶眷踴躍出席。 

5.10月4日(三)適逢中秋節休會乙次。

6.10月11日(三) 978次例會(1F田園)
  ◎專題演講:主講人聯絡中
  ◎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慶

7.10月18日(三) 979次例會
  ◎社友職業分享
  ◎第一次拍賣會
    ※歡迎社友提供拍賣品

 
 

  

                
106年9月6日 第974次例會
社員: 42人  出席: 24 人 出國:3人
免記:  6人  補出席:3 人 
缺席:  Alumi、Jack、Color、Steel、
         Light、White。
出席率: 86%

【 上週出席統計  】

今⽇主題�:與新店碧潭社聯合例會

活動日期：10月7日（週六）14:30〜18:30
報名日期：即日起(2017年9月10日止)
活動地點：大佳河濱公園(出發起終點)
  報名費： *21K   800元+晶片100元
            *10K   700元+晶片100元
            *5K     500元
            *拉力團體組(10K/6人) 
             3800元+晶片600
已報名者:
    21K:姜幸麟、姜浩恩、劉亭序                                                                                                    4. 蔡瑞富 
    10K:周景元、唐哲成、彭文俠 
     5K:黃錦雄、林冠宇、周佑民、張瑞招 
         章勛君、姜之怡、姜之浩、李榮周
         江金蘭、林森鴻*3
   
        ※歡迎社友、寶眷踴躍報名參加。

第⼀屆萬⼈反毒公益路跑暨嘉年華園遊會

~~~~~~~~~~~~~~~~~~~~~~~~~~

本月結婚週年快樂本月生日快樂

頒發RYE零用金 頒發社區服務團經費

李萬萱醫師精彩演講 參加新社員講習會

時間:10月25日(三)上午9:00〜11:00 
地點:財團法人桃園縣私立長長教養院
地址:桃園市大溪區文化路75巷1號1樓
預算:每社10,000元
主辦:新北市大台北社

第四分區聯合服務〜⻑⻑教養院關懷活動 
~~~~~~~~~~~~~~~~~~~~~~~~~~



地區來函照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扶輪知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訃聞

本社⽩成業 White 社友慈⺟⽩媽梁老夫⼈

慟於 106年8⽉28⽇仙逝，享壽80歲。

消息傳來全體社友不勝唏噓，特此致哀。

公祭時間:106年9⽉29⽇(五)上午11:30

公祭地點:台北市立第⼆殯儀館⾄真⼆廳

地址:台北市辛亥路三段330號

 

受文者：國際扶輪3481地區各扶輪社
主   旨：敬邀參加2017-18年度3481地區主辦之「一人一樹」海濱種樹護林活動及相關
          研討會
說   明：
一、本種樹計畫贊助費：每人$350元，鼓勵各社全體贊助，贊助人數達社友80%以上列
     計地區總監鼓勵獎項。 凡贊助者可選擇參加下列任一場種樹活動。

二、 台灣被聯合國列為氣候變遷下的高風險之島，已逐步走上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
    小組」所指的降雨減少、土地沙漠化及海平面上升等險象。地區故將參與新北市萬
    里區大鵬段，臨金山員潭溪景觀橋旁的濱海造林護家園計畫，透過與林務局、和泰
    汽車及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合作，於2017年11月25日(週六)及11月26日(週日)兩
    日的上、下午各舉行一場，共4個梯次的「千人牽手、種樹護家園」活動，同時響應
     2017-18年度RI社長Ian Riseley愛護地球，推廣全球120萬社友每人種一棵樹的願力。

三、 為使社友充分參與活動及加強植樹護林與環境保育的認識，3481地區環境保護委員
    會並將於2017年10月28日(週六)上午8:00－12:00假林業試驗所森林保育大樓國際會
    議廳(台北市中正區三元街67號12樓)舉辦「種樹護林與海岸保育」講習會，講習會
    採免費入場方式，活動流程及交通資訊另行通知。

四、 請各社執行秘書將參加社友名單(包含種樹場次及講習會)彙整於2017年10月13日(週
    五)前e-mail至地區服務中心。

五、隨函檢附說明書及報名表乙份，敬請查照辦理。

                                     國際扶輪3481地區2017-18年度
                                     地 區 總 監        洪振攀DG JP
                                     服務計畫主委       廖正方 PP Building
                                     社區服務主委       陳俊宏 PP Archi
                                     環境保護委員會主委 白陽泉PP Aqua

受文者：國際扶輪3481地區各扶輪社
主　旨：為提名2020~2021年度3481地區總監提名人，請各社推薦候選人由。
說　明：
一、依國際扶輪細則第十四章14.030條文規定辦理。

二、總監提名人資格請參閱附件(一)。欲推薦候選人之扶輪社請將所有文件於2017年11
    月10日以前，以郵局掛號郵寄至3481地區服務中心 地區選務委員會收 (臺北市復興
    南路1段358號B1)，以寄發郵戳為準。
    所需檢附文件如下:
     1. 經社長及秘書簽名之扶輪社推薦函,該推薦書應以在該社例會中提名候選人做成
       決議案之方式提出。
     2. 刊登有本扶輪年度內通過之理事會及全體社員大會同意推薦為候選人之會議記
       錄社刊。
     3. 總監提名候選人申請表格(附件二)並附2吋照片1張, 如有需要可自行使用A4尺寸
       紙張補充個人資料
     4. 候選人本人簽名、蓋章之接受推薦同意書
    以上文件應於截止日期前檢附齊全，且一律以郵局掛號郵寄(截止日期以郵戳為準)
    ，逾期概不受理或補件，亦不接受親自送件。

三、謹此函請查照。

                                     國際扶輪3481地區2017-18年度
                                     地區總監洪振攀 DG J.P.
                                     選務委員會主委蔡碧松 PP Pi-song

紅箱捐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017/09/06

大使獎學金計劃是全世界最大的民間國際
獎學金計劃。
大使獎學金是從1947年開始，卓越的傳統
也是扶輪基金會最早及最著名的工作計畫
，扶輪基金會訂立七大目標，以提供大使
獎學生、推薦人及輔導顧問、扶輪社友較
寬廣的瞭解，怎樣來達成基金會這大使獎
學金工作計畫的使命。
這項計畫由扶輪社友透過四個要素完成
1.細心挑選      2.充分輔導
3.熱心接待      4.前受獎人同學會延展
目的:提供獎學金，使其擔任親善大使，
以增進國際了解與世界和平的終極目標。
獎學金之種類:
1.一學年獎學金—供學生留學一學年之用
  ，最多US$23,000包括交通、學費食宿
  及緊急費用。
2.多學年獎學金—供學生留學二學年攻讀
  學位之用，一年定額11,500元。
3.文化大使獎學金-供到國外3-6個月的密
  集語言訓練及文化薰陶，並與接待家庭
  同住之費用包括交通費，三個月最高US
  $10,000，6個月最高US$15,000元。
4.低收入國家獎學金集用基金(Scholarship 
    Fund Pool)－提供任何種類的大使獎學金
  ，供全世界低收入國家各人競逐。每一
  低收入地區及未劃入地區的扶輪社每年
  可提一名候選人參加競逐。每年頒發最
  多32筆的獎學金。
獎學金受獎人之義務與責任：
1.參加扶輪社及地區的講習會。
2.參加Sponsor Club的活動及例會。
3.接受傳播媒體的採訪。
4.自動參與國外接待地區扶輪社的活動，
  並對扶輪社或非扶輪社人士做簡報。
5.在出國前、出國期間及回國後維持與推
  薦地區及接待地區扶輪社友的聯繫。
6.在留學期間應每3個月做1次報告，6個月
  做2次報告。在結束前一個月向扶輪基金
  會提出Final Report。
7.留學回國後向扶輪社或非扶輪社作至少
  八次報告。
8.回國後受獎學生應參加受獎學生聯誼會
  (Alumni)並與推薦扶輪社及推薦地區保
  持聯繫，分享經驗。
申請：由地區繳交大使獎學金申請表
申請資格
1.申請人必須已完成二年的學院或大學課
  程或相等之專業教育，並且必須有意願
  擔任親善大使。
2.透過戶籍所在地或就業所在地之扶輪社
  推薦
3.如為扶輪社員、榮譽社員、扶輪社職員
  、扶輪配偶、子女、長輩、配偶直系親
  屬或退社未滿三年之社員不得申請
4.申請人在過去三年內曾居住前往進修國
  家超過六個月者，不得申請。

��� 事由 金額

Chester 恭賀本社玉山登頂成功。 1,000

Computer 歡喜完成玉山登頂成功。 2,000

Diamond 歡喜寶眷來例會，並祝永東玉山登頂 1,000

成功。

Delica 歡喜例會。 1,000

Hummer 歡喜本月結婚週年。 1,000

Jack 很高興和大家一起。 1,000

Lawyer 恭賀社友玉山登山隊攻頂成功。 1,000

Leader 歡喜玉山隊登頂成功。 2,000

Lloyds 歡喜永東玉山隊榮耀歸來。 1,000

Land 歡迎永東勇士爬玉山登頂成功。 1,000

Metal 歡喜美麗夫人見面。 1,000

One 歡迎林宏昌參加例會。 1,000

Peter 歡喜參加例會。 1,000

Ray 歡喜參加例會。 1,000

Richer 歡喜玉山英雄登頂成功。 1,000

Stainless 感謝社長帶領，上天賜好日子，登上台灣 1,000

最高峰，爽!!

Steve 歡喜台北永東勇士征服玉山成功歸來。 1,000

Stanley 賀永東登山隊攻頂成功，FrankSung精準 1,000

預測天氣。

Watt 賀永東玉山英雄凱歸。 1,000

Tour 歡喜所有新社友加入永東大家庭。 1,000

李明娟 歡喜今天來例會，天天快樂． 1,000

Iven 登頂成功。 1,000

李萬萱 (主講人)車馬費回捐。 3,000

小計

 

 

合計

27,000

指定捐款                                110,000

一般捐款                                133,000

243,000

扶輪⾼峰論壇

時間:10月21日(六)上午8:30至12:00
地點:張榮發基金會10樓國際會議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11號

~~~~~~~~~~~~~~~~~~~~~~~~~~


